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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南 省 社 会 科 学 界 联 合 会
云 南 中 共 党 史 学 会
云 南 省 图 书 馆 学 会
云 南 省 延 安 精 神 研 究 会
云 南 省 中 国 近 代 史 研 究 会
云南省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研究会
云 南 省 当 代 文 学 研 究 会

文件

云社联联发〔2021〕6号

关于“历史荣光 照亮成长”
青少年学“四史”征文活动获奖名单的通报

各州（市）社科联、高校社科联、省级社科学术社团，各相关学

校：

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在青少年中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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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四史”学习，让红色种子厚植青

少年心灵，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是社会科学培根

铸魂的重要任务。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际，由省社科联、省中共

党史学会、省图书馆学会、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省中国近代史研

究会、省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研究会、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的

“历史荣光 照亮成长”青少年学“四史”征文活动，于 2021年

4 月 20 日正式启动，在相关部门的组织推动下，全省各级学校

认真组织，全省广大青少年踊跃参与创作，感悟中国共产党的初

心使命，触摸历史中的红色血脉，谱写同频共振的内心感悟，抒

发为国奋斗青春有我的理想情怀，展现了广大青少年爱党爱国爱

人民爱社会主义的精神风貌。经过专家评委初评、复评，共评出

一等奖 29 名，二等奖 48名，三等奖 81名，优秀奖 139 名，优

秀指导教师奖 66名，优秀组织奖 29名。现将获奖名单通报如下：

一、高中组（含普通高中和中职教育）

（一）一等奖

征文题目 作者 学校 班级

红军巧渡金沙江 陈 格 昆明高级技工学校 539班

奋斗之翼，鲲鹏万里 田彤娇 丽江市永胜一中 405班

争做最可爱的人——读《朝鲜战

争》有感
董 萍 大理州祥云县第四中学 高 288 班

遥望历史，催人奋进 寸刘盈 怒江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学前教育 20班

记住中国奇迹——长征 杨妍珊 昆明市外国语学校 高一（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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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题目 作者 学校 班级

重启征程，一路向前 高建怡 临沧市第一中学 高一（22）班

寄鸿鹄之志，共秋水长天 丁昱嘉 临沧市第一中学 高一（13）班

我愿做一个追光少年 段冰杨雁 保山市隆阳区第一中学 254班

总书记到我家乡 李王源 保山市腾冲市第五中学 高 224 班

光荣与使命 张茹彬 曲靖市农业学校 电子商务班

（二）二等奖

征文题目 作者 学校 班级

从南洋机工奋斗史看中华民族

砥砺奋进精神
祝 林 昆明高级技工学校 572班

历史荣光 照亮成长 刘 蕊 丽江市永胜县第四中学 154班

铭记英烈 奋勇前行——读

《王德三招贴画》有感
王 博 大理州祥云县第四中学 高 280 班

学习四史 方能行远 鲍陈筱
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

中学
高二（6）班

红色家书胜万金 叶晓芳
昭通市大关县职业高级中

学
128班

历史虽已远去，荣光还在书写 徐海艺 昆明市外国语学校 高一（2）班

让信仰之火炽热不息 张曾琴 普洱市江城县一中 高一杉树 2班

无尽红光 卢 潇 临沧市第一中学 高一（22）班

生命赴使命，百年践誓言 张馨月 临沧市第一中学 高三（22）班

那一枚徽章 苏晓琪 临沧市第一中学 高一（13）班

百年奋斗，青年成长 宗 婧 临沧市第一中学 高一（6）班

荣光百年，继往开来 翟佳蕾 保山市隆阳区第一中学 251班

总书记来到我家乡

——万水千山，心意相连
吴 巍 保山市腾冲市第五中学 216班

观四史，悟初心 谢梓娟
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

中学
高一（5）班

长鸣信仰 成鸿鹄之志——
读《信仰的力量》有感

李成梅 迪庆州维西一中 高 149 班

（三）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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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题目 作者 学校 班级

一心向党 红色传承 奎国栋 昆明高级技工学校 539班

用信仰，收获美好生活 周天盈 丽江市永胜县第四中学 154班

胸怀千秋伟业 续写百年征程 陈 泰 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 高二（5）班

党的光辉照我心，我心向党永不移 邓兴亚 怒江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学前教育 20 班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 高茂娇 怒江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学前教育 20 班

我心向党 曹向板 德宏州梁河县职业高级中学

浴党之光，少年成长 阿登蕊 临沧市第一中学 高一（1）班

平凡的初心 杨穆蓉 临沧市第一中学 高一（1）班

传承红色基因青年应有为 张文晓 临沧市第一中学 高二（3）班

擎奋斗之火，走好长征路 字永琳 临沧市第一中学 高二（1）班

青春绽芳华 李 画 临沧市第一中学 高一（18）班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李志淳 临沧市第一中学 高一（13）班

沁园春·忆建党百年之路 肖平源 临沧市第一中学 高一（12）班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王丽艳 保山市第九中学 71班

我的红色中国心 何技韩 保山市隆阳区第一中学 高二 245班

不忘初心跟党走，牢记使命创辉煌

——读王树增《长征》有感
张化云 曲靖市富源县第六中学 高二理 1班

回眸党史，感恩祖国 张容颖 曲靖市富源县胜境中学 高二鲲鹏文科

百年征程，素履以往 彭歆茜 曲靖市第一中学 高二 7班

信仰的力量 杨美玲 迪庆州维西一中 高 155班

（四）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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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题目 作者 学校 班级

历史荣光 照亮成长 杜易聪 昆明高级技工学校 541班

习革命之路 敬忠骨不朽 李程浩 昆明高级技工学校 559班

在党的阳光下成长 代秀玉 兰坪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二年级综合班

历史荣光照亮成长 徐文琪 大理州祥云县第四中学 高 263班

历史荣光 照亮成长 陈唐慧 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 高二（8）班

扬红船精神 李燕芳 玉溪市元江县民族中学 高二（1）班

执青春之笔 绘中国精神 苏 蕊 玉溪市元江县民族中学 高二（2）班

党的恩情说不完，独龙人民永远跟党

走
余黎花 怒江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学前教育 20 班

仰望历史荣光，成就青春梦想 朱思思 曲靖市罗平县罗平一中平高学校 高二 5班

灯火中 李怡婷 大理州鹤庆县第一中学 高 394班

颂一曲赞歌给党听 永远跟党向前

走
陈彩虹 大理州鹤庆县第三中学 高二年级 236班

中国共产——屹立不倒的

精神大厦
蔡文月 昆明市禄劝县禄劝第一中学 400班

学习四史，照亮成长 李如才 大理州弥渡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246班

观《觉醒年代》有感 马 咪 大理州弥渡县职业高级中学 239班

大风起兮云飞扬

——读《朝鲜战争》有感
许玲霞 德宏州盈江县民族完全中学 高 74 班

党史照亮未来，征途未有穷期 施艳池 大理州洱源县第一中学 高二年级 376班

在历史荣光中成长 郑金灵 大理巍山县职业高级中学 2019级高考四班

红色征程永不朽 苏歆媛 昆明市外国语学校 高一（3）班

赤色红旗，悠悠我心 李梦阳 普洱市江城县一中 高二杉树 2班

心有所信 方能行远 罗月桐 普洱市江城县一中 高一杉树 2班

百年奋斗，青春成长 罗云宇 临沧市第一中学 高一（4）班

奋斗燃青春，奋斗固伟业 周 权 临沧市第一中学 高一（4）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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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题目 作者 学校 班级

红色历史，金色青春 何进勇 临沧市第一中学 高一（1）班

发扬“三牛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杨舒婷 临沧市第一中学 高一（2）班

风云百年，换了人间 周有松 临沧市第一中学 高一（1）班

百年奋斗，青年成长 许俊贤 临沧市第一中学 高一（6）班

百年奋斗，青春成长 严 硕 临沧市第一中学 高一（6）班

奋斗青年，接好民族复兴

“接力棒”
查梁瑞 临沧市第一中学 高二（30）班

红色信仰 王会银 保山市第九中学 70 班

把党刻画于心 赵宏销 保山市第九中学 71 班

我爱你，中国！ 龙炳陈 保山市隆阳区第一中学 高二 238班

薪传岁月荣光，祝愿河山万年长 施宝雨 保山市隆阳区第一中学 249班

祖国强大吾辈须自强 陈 畅 保山市腾冲市第八中学 高一 174班

心之善，性至善 高明娇 保山市腾冲市第八中学

爱国心 报国情 强国志 毛美蓉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青春向党 再写辉煌 尤蒙锦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三八线上 蜂自英 迪庆州维西一中 高 157班

二、初中组

（一）一等奖

征文题目 作者 学校 班级

风雨之后，红星闪耀——致中国共

产党的一封信
吴杨世依 昆明市经开区锐意外国语中学 八（2）班

星如心 邓紫涵 昆明市官渡区星耀天成学校 八（3）班

党史荣光 照亮成长 尤妮妮 昆明市官渡区星耀天成学校 七（3）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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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题目 作者 学校 班级

风华正茂时，恰值党旗飘——读

《中共党史百人百事》有感
黄如一 普洱市江城县第一中学 初二 230 班

花开向阳 我心向党 唐丽萍 迪庆州香格里拉市第一中学

百年征程，金光灿烂 张 威 保山市腾冲市曲石中学 271班

光洒司莫拉 刘杏林 保山市腾冲市实验学校 八（8）班

梦中的故事 杨 然 曲靖市会泽县金一中 七（3）班

吾有所爱 其名华夏 刘薇薇 曲靖市富源县第七中学 1909班

星 侯志脉 宣威市东山镇初级中学 199班

（二）二等奖

征文题目 作者 学校 班级

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 段雪蓉
大理州祥云县第一中学初中

部
八年级 134 班

历史荣光伴我行 黄志敏 大理州弥渡县密祉初级中学

党的光辉，照亮成长 邹鹏辉 大理州弥渡县密祉初级中学

心怀信仰，光明永在 宋 珂 昆明市官渡区星耀天成学校 八（3）班

难以的那些人，那些事 刘方璇 昆明市官渡区星耀天成学校 七（1）班

彼方尚有荣光在——读《中共党史

百人百事》有感
艾琬婷 普洱市江城县第一中学 初二 230班

我以我血荐轩辕

——读《红色家书》有感
马子仟 普洱市江城县第一中学 初二 231班

史 航 彭 馨 迪庆州香格里拉市第三中学 125班

传承“红色基因” 希 望 保山市隆阳区蒲缥中学 155班

红旗指向，无坚不摧 杨采花 保山市隆阳区瓦渡中学 150班

靠近光 赵悦吟 保山市腾冲市曲石中学 279班

以青春之名 姜琬微 保山市腾冲市实验学校 八（3）班

悠悠红船，无悔青春 蒲耘瑞 曲靖一中卓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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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等奖

征文题目 作者 学校 班级

沐浴光辉，奋勇前进

——《彩云之南三英烈寻踪》

读后感

杨 楠
大理州祥云县第一中学初中

部
七年级 144 班

读《王德三革命故事》有感 张 露
大理州祥云县第一中学初中

部
七年级 149 班

吾有所爱，其名华夏——《红星照耀

中国》读后感
李盈霏 昭通市水富市第三中学 181班

聚青年之火，燃时代之光 晏冉冉 大理市鹤庆县鹤阳初级中学 八年级 261 班

党在我心中 朱 松
大理州宾川县金牛镇第一初

级中学
214班

知史爱党 鲁娇娇 大理州弥渡县密祉初级中学

我的祖国我的党 陆睿婷 昆明市官渡区星耀天成学校 八（3）班

畅想建党 100周年 李秋玥 昆明市官渡区第一中学 初一 12班

历史荣光 照亮成长 郭晗瑜 昆明市官渡区第一中学 初一 12班

党在我心中 李捷扬 大理州洱源县玉湖初级中学 七年级 317 班

信仰的红船 黄宇明 昆明市外国语学校 八年级 12 班

乱石生花 李思蓉 昆明市外国语学校 初二（3）班

红色的青春 此里央宗 迪庆州香格里拉市第三中学 135班

传承红色基因，争做先锋少年 莫健丽 保山市第九中学 188班

党的百年峥嵘 杨坤富 保山市隆阳区瓦渡中学 148班

感怀历史，献党百年 杨素汇 保山市隆阳区瓦渡中学 148班

从小学党史，永远跟党走

——黎明破晓的希望之光
甫 斌 保山市隆阳区第一中学

理想是生命中一盏不灭的明灯 蒋乐只 保山市隆阳区第一中学 266班

仰 光 周 敏 保山市隆阳区第一中学 266班

我爱您，中国共产党 李希庆 保山市腾冲市曲石中学 275班

一唱雄鸡天下白，唤来春天照人间 张孙伊欣 保山市腾冲市实验学校 八（6）班

铭记历史，迎接挑战 游泳洁 保山市腾冲市实验学校 八（9）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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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优秀奖

征文题目 作者 学校 班级

党永在我心中 李陶馨雨 昆明市经开区锐意外国语中学 八（5）班

用鲜血染红的旗帜

——读《红岩》有感
段丽艳 大理州祥云县第一中学初中部 七年级 138班

信仰的力量 吴茄淇 大理州祥云县第一中学初中部 七年级 140班

理想照耀中国

——读《百年党史》有感
姚怡帆 大理州祥云县第一中学初中部 八年级 131班

历史荣光，照亮成长 寸云珠
德宏州盈江县卡场镇九年一贯

制学校
七年级 86班

学习《改革开放史》有感 袁丽萍 怒江州贡山县丙中洛中学 八年级 104班

牢记历史，走向辉煌

——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史有感
余玉双 怒江州贡山县丙中洛中学 八年级初 103 班

《朝鲜战争》读后感 丰梅兰 怒江州贡山县丙中洛中学 七年级初 107 班

《长征》读后感 金英妹 怒江州贡山县丙中洛中学 七年级初 108 班

回望历史，见夜中之光 王一帆 昆明市第一中学官渡学校 七（3）班

让历史永驻心间 李进玉 大理州弥渡县密祉初级中学

长征精神伴我成长 尹丽清 德宏州梁河县小厂中学

忆峥嵘岁月，同学少年挥斥方遒 周银蓉 德宏州梁河县小厂中学

历史荣光，筑梦成长 黄赛萍 德宏州陇川县章凤完全中学 2020级初 1班

历史荣光，照亮成长 陈 霞 德宏州陇川县第三中学 221班

《朝鲜战争》读后感 黄锡鸣 昆明市官渡区星耀天成学校 八（1）班

半块糖 刘也平 昆明市官渡区星耀天成学校 八（3）班

联大精神照我行 刘 姚 昆明市官渡区星耀天成学校 七（1）班

历史荣光，照亮前程 蒲亨沭 昆明市官渡区星耀天成学校 七（1）班

读《中国共产党简史》有感 彭雨溶 昭通市盐津县普洱中学 八年级 268班

铭记历史 圆梦中华 尹墨涵 昆明市外国语学校 八年级 12班

辉煌赠我以荣光 付孟函 昆明市外国语学校 初一（3）班

心有所信 方能远行 邵 馨 昆明市外国语学校 初一（2）班

传承红色基因 激扬青春风——
《苦难辉煌》读后感

陈 薇 普洱市江城县思源实验中学 八（3）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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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题目 作者 学校 班级

一颗红心永向党 黄翠银 迪庆州香格里拉市第一中学

青春心向党 我为党先行 祥巴丹增 迪庆州香格里拉市第一中学

学党史，永远跟党走 张佳静 保山市第九中学 183班

党史永远跟党走 赵显芳 保山市第九中学 183班

不忘初心，牢记历史——读“四史”

有感
丁杨雪 保山市隆阳区蒲缥中学 154班

壮志在我心，奋进新征程 杨 军 保山市腾冲市曲石中学 270班

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

——奋斗百年路，起航新征程
赵苏悦 保山市腾冲市曲石中学 270班

青春心向党 张紫依 保山市腾冲市曲石中学 272班

赓续先辈精神血脉，激扬青春跟党

走
杨可祎 保山市腾冲市实验学校 八（1）班

忆峥嵘岁月 展青春韶华 肖楠棋 曲靖市富源县第七中学 1902班

读《朝鲜战争》有感 吉 蕊 昆明市西山区福海中学 初二 7班

《长征》之光 照我前行 顾卫东 昆明市西山区福海中学 202203班

历史荣光 照亮成长 李思莹 昆明市西山区福海中学 202203班

三、小学组

（一）一等奖

征文题目 作者 学校 班级

党史激励我前行 马祥哥 昆明市西山区工人新村小学 三（3）班

深埋红色种子 文若彤 昆明市官渡区董家湾小学 四（1）班

红心向党颂党恩 董丁睿 昆明市官渡区董家湾小学 五（2）班

我来为党画幅画 易相辰 昆明市官渡区六甲第一小学 六（1）班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张子权

英模事迹》读后感
黄舒宇 临沧市临翔区南屏小学 五年级 5班

参观善洲林场 杨 雪 德宏州梁河县小厂乡中心小学 六（2）班

《长征》读后感 乔敏芳 德宏州陇川县城子镇中心小学 三年级 183班

从小学党史 永远跟党走 李宇萍 迪庆州德钦县第三小学 六（5）班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吴江怡 迪庆州香格里拉市红旗小学 五（8）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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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等奖

征文题目 作者 学校 班级

历史荣光，照亮成长 马思芸 昆明市五华区联家小学 三（2）班

“雨来”精神 前行之光 周 一
昆明市西山区昆明市第一中学

附属小学
三（4）班

“红星”伴我成长 李琬怡 昆明市官渡区六甲第一小学 四（2）班

美丽祥云——我的家乡 任子琪 大理州祥云县城西社区完小 六（1）班

家乡的曙光 缪思蕊 大理州祥云县城西社区完小 五（2）班

家国同春 熊岚婷 大理州祥云县城西社区完小 五（2）班

“老山十五勇士”——李国文 纳 苒 临沧市临翔区南屏小学 三年级 2班

而今迈步从头越 夏 羽 临沧市临翔区南屏小学 六年级 3班

历史荣光 照亮成长 资潇然 昆明市五华区文林小学 四（2）班

潘琰精神，永放光芒 王静颖 昆明市五华区文林小学 五（1）班

辉煌铸就辉煌 寸欣雨 德宏州梁河县小厂乡中心小学 四（1）班

历史荣光伴我成长 胡翌阳 德宏州盈江县第一小学 283班

传承 100 年的红色精神 吴其龙 昆明市官渡区星耀天成学校 三（2）班

长大了，我也要做这样的人！

——观《金刚川》有感
罗祎涵

大理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南

诏镇群力小学
115班

红心向党 杨 洁 大理州南涧县示范小学 78班

沧海桑田，神州巨变 陈娱馗 普洱市江城县第一小学 五（4）班

变 化 李 潭 昆明市五华区丰园小学 三（2）班

党的光辉照我心 赵周一 保山市实验小学 五（5）班

愿新中国再也没有“小萝卜头” 杨耀云 保山市实验小学 五（8）班

林场上的油毛毡房 杨 梓 保山市实验小学 五（8）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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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等奖

征文题目 作者 学校 班级

读《红岩》想到的 杨秋然 昆明市五华区联家小学 三（1）班

历史荣光伴我行 张凌瑞 昆明市五华区联家小学 三（1）班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刘娜娜 昆明市五华区联家小学 五（2）班

我与历史共成长 赵辰硕 昆明市五华区联家小学 三（3）班

《昆明红色故事》读后感 朱俊东 昆明市五华区联家小学 四（2）班

过去与现在 韩陈鑫 昆明市五华区联家小学 五（4）班

从小学党史 永远跟党走 杨语陈 昆明市官渡区六甲第一小学 四（3）班

历史荣光，照亮成长 张国文 昆明市官渡区六甲第一小学 四（5）班

读《红军长征故事》有感 陆郭彬赫 昆明市官渡区六甲第一小学 五（1）班

英雄托起我们的幸福生活 吴 娱 昆明市官渡区六甲第一小学 五（4）班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姜叶泽 昆明市官渡区六甲第一小学 六（3）班

爱祖国 爱家乡 高阳婕 大理州祥云县城西社区完小 六（3）班

红色家书记心间——王德三《狱中

遗书》读后感
梁 馨

大理州祥云县祥城镇银冠希望

小学
六（1）班

“红色基因我们传承，争做新时代

‘红娃’”
刘李帅泽 临沧市临翔区南屏小学 三年级 5班

红色记忆里的成长 范馨毓 临沧市临翔区南屏小学 五年级 3班

英雄豪杰杨靖宇——读《杨靖宇将

军》有感
段 涵 临沧市临翔区南屏小学 五年级 5班

穿越战火硝烟的老照片——读《赵

一曼》有感
陈亦谦 临沧市临翔区南屏小学 五年级 8班

我为历史而感动 张煊雅 临沧市临翔区南屏小学 六年级 10班

参观云南讲武堂，重温红色文化 罗雅琪 昆明市五华区文林小学 四（2）班

读《长征》有感 王晓涵 德宏州陇川县第二小学 五（3）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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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题目 作者 学校 班级

历史荣光 照亮成长 曹坤婷 德宏州陇川县清平乡中心小学 五年级 108班

我爱红色 何伟成 德宏州陇川县清平乡中心小学 三年级 115班

从小学党史，永远跟党走 张晓凤 德宏州陇川县清平乡中心小学 四年级 111班

历史荣光 照亮成长

——读《雷锋的故事》有感
杨双欣 德宏州盈江县第一小学 286班

世界本残酷，幸而生在华 范梦蕊 昆明市官渡区星耀天成学校 三（1）班

童心向党 照亮成长 高峻熙
大理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南

诏镇群力小学
114班

红领巾 王紫濛 昆明市西山区西华园小学 三（2）班

读《四史》有感 杨舒媛
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建塘镇独克

宗小学
四（2）班

历史荣光 照亮成长

——身边榜样杨元臣
颜榕欣 大理州南涧县示范小学 77班

红心向党 朱婉琪 大理州南涧县示范小学 76班

寻找心中的亮点 杨孟颖 普洱市江城县第一小学 五（4）班

家乡处处党旗飘 杨 诺 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建塘小学 四（3）班

读《长征故事》有感 葛杨亦璇 保山市智源小学 五（1）班

青春逐“光”，心之所向 张钦涵 保山市智源小学 六（1）班

读《中国有了共产党》有感 岳陈阳 保山市实验小学 五（7）班

因为有你，今天如此美丽

——《长征》读后感
韦宜辰 保山市实验小学 五（8）班

信仰的力量

——读《信仰的力量》有感
王怡涵 保山市实验小学 五（1）班

党的精神永垂不朽 潘姝燃 保山市实验小学 五（7）班

历史荣光 照亮成长 柳依莲 德宏州盈江县民族小学 69班

历史荣光 照耀成长 许玉蓉 德宏州盈江县民族小学 69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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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优秀奖

征文题目 作者 学校 班级

《我身边的党员形象》 赵晨舒 昆明市官渡区六甲第一小学 五（2）班

历史荣光 照亮成长 段嘉慧 昆明市五华区联家小学 四（3）班

历史荣光 照亮成长 方杨娴 昆明市五华区联家小学 四（3）班

历史荣光 照亮成长 吴婧怡 昆明市五华区联家小学 四（3）班

中国的百年巨变 陶 麒 昆明市五华区联家小学 五（3）班

历史荣光，照亮成长 张以涛 昆明市五华区联家小学 五（1）班

英雄事迹伴我成长 张玉涵 昆明市五华区联家小学 三（3）班

我亲爱的祖国 张金霞 昆明市官渡区子君中心学校

历史荣光 照亮成长 李文璟
昆明市西山区昆明市第一中学附属

小学
三（8）班

读《红色家书》有感 马雨帆
昆明市西山区昆明市第一中学附属

小学
三（8）班

云南王——龙云 王姝璇
昆明市西山区昆明市第一中学附属

小学
三（8）班

传承红色基因：吴澄 吴紫娴
昆明市西山区昆明市第一中学附属

小学
三（8）班

星光不负赶路人——党史照亮成

长的路
杨景羲

昆明市西山区昆明市第一中学附属

小学
三（8）班

《永远跟党走》 王 浩 昆明市官渡区六甲第一小学 四（5）班

小小爱国心 浓浓家乡情 康芷涵 大理州祥云县城西社区完小 五（4）班

爱党爱国爱家乡 王雨阳 大理州祥云县城西社区完小 六（2）班

振中华之心 燃民族之魂 王晓雯 大理州祥云县城西社区完小 六（3）班

永远跟党走

——读《中国共产党简史》有感
李金轩 大理州祥云县祥城镇银冠希望小学 六（4）班

党的光辉照我心——读《文献中的

百年党史》有感
李 元 大理州祥云县祥城镇银冠希望小学 六（4）班

历史荣光 照亮成长 张怡濛 保山市智源小学 五（3）班

抗日小英雄的童年，我们的童年 吴辉杨 昆明市五华区红云小学 四（1）班

平凡中的不平凡 朱翊菲 昆明市五华区红云小学 五（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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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题目 作者 学校 班级

历史荣光·照亮成长 罗雯锦 昆明市官渡区中闸中心学校 二（5）班

读《写给小学生的中国共产党历

史》有感
段双秀 德宏州盈江县太平镇芒允希望小学 97班

向英雄学习，听党话，跟党走——《两

个小八路》读后感
孔宪熙 临沧市临翔区南屏小学 三年级 9班

“红领巾”致敬英雄 李 念 临沧市临翔区南屏小学 四年级 10班

读《信仰的力量》有感 施子怡 临沧市临翔区南屏小学 五年级 3班

荣光百年 继往开来 余宏锐 临沧市临翔区南屏小学 六年级 4班

历史荣光，照亮成长 高若兰 临沧市临翔区南屏小学 六年级 6班

历史荣光 照亮成长 陈可心 昆明市五华区武成小学人民路校区 三（3）班

党旗所指，心之所向 尹晶楠
德宏州盈江县卡场镇九年一贯制学

校
六（2）班

历史光荣，照亮成长 周云丹 普洱市宁洱县宁洱镇第二小学 五（1）班

历史荣光、照耀我成长 李 雯 德宏州陇川县城子镇中心小学 四年级民 25 班

长征精神，引领我成长 线罗晨希 德宏州陇川县城子镇中心小学 五年级 173班

历史荣光照亮成长 杨锦轩 德宏州陇川县城子镇中心小学 四年级 178班

长征精神 伴我成长 杨 雄 德宏州陇川县城子镇中心小学 五年级 175班

读《周保中的故事》有感 姜元进 德宏州陇川县第二小学 三（2）班

历史荣光，照亮成长

——读早乐东英雄事迹有感
张靖怡 德宏州陇川县第二小学 五（1）班

我在党旗下成长 窦晶晶 德宏州陇川县陇把镇弄贤小学 六年级

从小学党史，永远跟党走 何艳芳 德宏州陇川县清平乡中心小学 五年级 108班

党在心中 何朝银 德宏州陇川县清平乡中心小学 三年级 116班

红星照我去战斗 李梓菡 德宏州盈江县第一小学 289班

读《红日》有感 杨奥婕 昆明市官渡区星耀天成学校 六（1）班

《长征的故事》读后感 张雯琪 昆明市官渡区星耀天成学校 三（3）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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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题目 作者 学校 班级

历史荣光，照亮成长 徐雨晨 昆明市官渡区星耀天成学校 五（2）班

从小学党史 永远跟党走

——记不平凡的一堂课
陈泊宇

大理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南诏镇

群力小学
114班

历史荣光，照亮成长 代恒承 昆明市西山区西华园小学 三（2）班

读《四史》有感 葛桑丹增
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建塘镇独克宗小

学
四（2）班

读《四史》有感 姬云豪
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建塘镇独克宗小

学
四（2）班

读《四史》有感 李天娇
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建塘镇独克宗小

学
四（2）班

读《四史》有感 松鹤轩
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建塘镇独克宗小

学
四（2）班

我爱祖国也爱中国共产党 段一菲 大理州南涧县示范小学 76班

红心向党 忠诚担当——纪念中

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
李梓婷 大理州南涧县示范小学 77班

永远跟党走，做好接班人 此里拉姆 迪庆州德钦县第三小学 三（3）班

我将无我 不负重托——读《中共

党史百人百事》有感
段懿轩 保山市智源小学 六（3）班

学四史精神，传承初心使命 张义彪 保山市智源小学 六（2）班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读《中国共产党简史》有感
鲁 杨 保山市实验小学 五（8）班

读《中国共产党简史》有感 王适晟 保山市实验小学 五（8）班

读《中国共产党简史》有感 陈奕帆 保山市实验小学 五（7）班

我心中的党

——《闪闪的红星》观后感
蹇向妍 保山市实验小学 五（4）班

样 子 刘杨曾禾 腾冲市实验学校 六（3）班

不忘历史 张倬源 昆明市西山区前卫南坝中心学校 四（2）班

知史鉴史 刘婧至 昆明市西山区前卫南坝中心学校 四（2）班

百年荣光 汪思溢 德宏州盈江县民族小学 66班

红色历程 感悟井冈 詹子墨 保山市实验小学 五（5）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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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优秀指导教师奖

陈明宏 昆明高级技工学校

赵 麒 昆明高级技工学校

杨智灵 昆明市外国语学校

自海娟 昆明市经开区锐意外国语中学

戴海平 昆明市官渡区星耀天成学校

魏庆雯 昆明市官渡区星耀天成学校

和莉萍 昆明市官渡区星耀天成学校

白烁群 昆明市西山区工人新村小学

杨 凤 昆明市五华区联家小学

李 静 昆明市官渡区董家湾小学

杨 艳 昆明市官渡区六甲第一小学

李虹杏 昆明市官渡区六甲第一小学

李瑞迪 昆明市西山区昆明市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张钰滟 昆明市五华区文林小学

赵昆华 昆明市五华区文林小学

王一鸣 昆明市五华区丰园小学

罗 琴 昭通市大关县职业高级中学

续路林 曲靖市农业学校

程长寿 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

李 帅 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

虎琼红 曲靖市会泽县金一中

蔡锡虎 曲靖市富源县第七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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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雪梅 曲靖市宣威市东山镇初级中学

计丽红 曲靖一中卓立学校

林国莉 保山市隆阳区第一中学

方湘娟 保山市隆阳区第一中学

张从娣 保山市隆阳区蒲缥中学

李 悦 保山市隆阳区瓦渡中学

盛世萍 保山市腾冲市第五中学

万永欢 保山市腾冲市第五中学

彭晋香 保山市腾冲市曲石中学

尹 荣 保山市腾冲市曲石中学

毛泽楠 保山市腾冲市实验学校

余国珍 保山市腾冲市实验学校

刘晓钦 保山市实验小学

刘晓沙 保山市实验小学

施 畅 普洱市江城县一中

杨梅芳 普洱市江城县第一中学

李 梅 普洱市江城县第一中学

李怡兰 普洱市江城县第一小学

文 欢 大理州祥云县第四中学

刘建中 大理州祥云县第四中学

尹文武 大理州祥云县第一中学初中部

冯莉芳 大理州弥渡县密祉初级中学

欧阳雪梅 大理州弥渡县密祉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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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崇存 大理州祥云县城西社区完小

王红艳 大理州祥云县城西社区完小

张继亚 大理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南诏镇群力小学

沈加秀 大理州南涧县示范小学

龚正文 德宏州梁河县小厂乡中心小学

宝润春 德宏州陇川县城子镇中心小学

尹红梅 德宏州梁河县小厂乡中心小学

侯祯富 丽江市永胜县第四中学

朱福娟 怒江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刘仙梅 迪庆州维西一中

廖雪飞 迪庆州香格里拉市第一中学

谢卫枢 迪庆州香格里拉市第三中学

杨秀英 迪庆州德钦县第三小学

李雪娟 迪庆州香格里拉市红旗小学

罗雪芳 临沧市第一中学

胡 灿 临沧市第一中学

赵 馨 临沧市第一中学

李 叶 临沧市第一中学

董 艳 临沧市临翔区南屏小学

叶秋萍 临沧市临翔区南屏小学

王红波 临沧市临翔区南屏小学

五、优秀组织奖

昆明高级技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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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官渡区星耀天成学校

昆明市官渡区六甲第一小学

昆明市五华区联家小学

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

保山市隆阳区第一中学

保山市实验小学

保山市腾冲市实验学校

保山市腾冲市曲石中学

普洱市江城县第一中学

大理州祥云县城西社区完小

大理州弥渡县密祉初级中学

怒江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临沧市第一中学

临沧市临翔区南屏小学

保山市社科联

大理州社科联

临沧市社科联

德宏州社科联

曲靖市社科联

迪庆州社科联

普洱市社科联

怒江州社科联

祥云县社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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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冲市社科联

隆阳区社科联

江城县社科联

陇川县社科联

香格里拉市委宣传部

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云南中共党史学会

云南省图书馆学会 云南省延安精神研究会

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 云南省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研究会

云南省当代文学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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